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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電力工會第 14屆第 17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 

壹、時 間：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23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0時 

貳、地 點：本會 4樓會議室 

參、主 席：丁理事長 作一                   記   錄：劉慧玲 

肆、出列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名冊 

 

伍、主席報告： 

一、107年度績效獎金已確定 5月中發放。 

二、本次會員代表大會也同時舉行勞工董事選舉，由陸德勝代表、

彭繼宗代表及廖展平代表當選。同時推選新任副理事長，由

劉漢通代表、蕭鉉鐘代表擔任。 

二、領班加給列為工會首要突破重大任務，全力在今年突破。 

三、「舊制退休金」結清一案目前又因「夜點費列入平均工資訴訟」

而有所延宕，本會將密切追蹤。 

四、兼任司機加給案試辦滿兩年，目前已報院。 

五、台電公司轉型期程是第一階段延 2 年，如無法如期完成，第二

階段再延 1年。 

 

陸、會務報告： 

福利處長： 

一、「盛世公主號」日本沖繩四天三夜 5 個航次訂房近千間，「我高益

智積木」訂購超過千箱，會持續為會員爭取最好的品質及最優的

價格。 

二、明台產物保險網路投保優惠專案，提供會員更優惠(汽車強制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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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省 300元、機車強制險最高省 240元)便利的各項產物保險，

相關訊息會刊登在第 444期電力工會通訊。 

三、山葉機車、三陽機車優惠案，請會員至全省直營經銷店購買機車，

待買定交車後，再填送「優惠購車補助金申請表」送總公司，將

回匯 1000~2000元回饋金予購車會員。 

文宣處長： 

一、108年模範勞工特刊印制完成，並於表揚大會時發送各與會人員。 

二、第 444期電力工會通訊初稿已送委員審查。 

三、因應回顧影片及工會戰歌後製，文宣處會擴充相關軟硬體設備。 

勞資處長： 

一、舊制結清案最新概況，受到國營會提出優先處理夜點費爭議影響，

經濟部同意辦理結清公文遲未發出。4/10(三)下午五時，行政院

秘書長邀集國營會及中油公司針對夜點費爭議召開會議，會後請

中油及台電公司統計自 94年起至 107年止，受影響人員之退休金

差額總數(台電約 5億元)，將再研議其對於用人費及其他人員之

影響。本處將密切追蹤後續發展。 

二、47期後領班加給爭取案最新概況，國營會於 4/17(三)召集會議，

台電公司人資處張處長親自簡報，據張處長表示，在劉執行長及

國營會主動協助下，情形應屬樂觀，惟請公司再加強論述其必要

性及管理機制(1.屆滿 64 歲後不得擔任領班、副領班；2.採定額

給付，領班 3000元/月、副領班 2000元/月；3.必須總量管控(1500

人，領班 1000人/副領班 500人)，新增組織例外)。 

三、47期後大型車兼任司機加給案最新概況，經濟部將於近日正式函

報行政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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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爭取本公司繼續適用勞 34-2 但書規定(輪班制人員換班休息時間

不少於連續 8小時)案，台電公司 4/15已正式去函經濟部。 

研發處長： 

有關台電公司轉型後續推動機制： 

一、採議題管理方式，逐項討論。 

二、議題劃分為二機制處理： 

    1.母子公司分工關鍵議題：循高階討論會議機制。 

    2.其他轉型議題：循轉型工作會議機制。 

三、高階討論會議及轉型工作會議之結論，最後均須經由轉型推動會

報做最後決策定調。 

四、轉型工作會議之議題(預定 108.4.25召開) 

    1.分割計劃書編擬階段報告。(財務處) 

    2.公司轉型後員工權益保障規劃構想。(人力資源處) 

五、轉型推動會報之議題(預定 108.4.29召開) 

    1.企劃處工作報告。(企劃處) 

    2.發電子公司籌備階段報告。(水火力策劃室) 

    3.輸配售電子公司籌備階段報告。(輸供電及配售電策劃室) 

    4.母公司及子公司總管理處辦公室地點初步構想。(秘書處) 

 

柒、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

第一案 

案  由：建請爭取輪班人員於 108年 7月 31日以後繼續適用輪班間隔

8小時之輪值方式，使渠等人員有較長的空班時間調整作息及

享受正常家庭生活。 

上次會議決議：繼續追蹤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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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情形：一、理事長、秘書長 3/5(二)下午聯袂拜會勞動部許部長

及施次長，就本會會員繼續適用勞基法 34-2但書規定

提出說明並請部長大力促成。 

二、勞資處 3/5(二)以 108 電工資字第 0147 號函請實施

有輪班制之各分會，填報旨案意見調查表，共計 55個分

會，均表達繼續適用。 

三、本會 4/2(二)以 108電工資字第 0223號函知台電公司前

述意見調查之辦理情形，供後續辦理陳報經濟部事宜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繼續追蹤辦理。 

第二案 

案  由：本會 108年 2月份傷亡互助金請領名單。 

說  明：此次有 3個分會 3人提出申請，資料齊全，請決議。 

上次會議決議：通過，名單如下: 

第 12分會許明聰君、第 48分會林明滄君、 

第 54分會蔡嘉禧君。 

辦理情形：已照決議辦理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結案。 

第三案 

案  由：有關本會 108 年模範勞工及勞動部、全國產業總工會、全國

總工會相關表彰人員，詳如說明，謹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本會所屬各分會模範勞工選拔依據本會各分會模範勞工選

拔要點第四條：每 200 人產生 1 人，未滿 200 人之部份概

按 200 人計算共 167 人，本會業於 107 年 12 月 11 日 107

電工組字第 0785號函送各分會，各分會所送名單，謹請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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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總會所甄選之 9名模範勞工，俟監事會今年 3月 15日考核

完成由理事長統籌名單後，另行通報。 

三、擬先行推薦明年度勞動部，本會可推薦人選如下： 

(依本會第 14屆第 7次理事會決議辦理) 

    1.優秀模範勞工 3名。(工作年資滿 4年以上者)。 

    2.優秀工會會務人員 1名(工作年資滿 4年以上者)。 

    3.優秀工會領袖 1 名(98.1.1~期間擔任常務理事、監事會

召集人(常務監事)、副理事長、理事長之職務合計達 4 年

以上者)。 

四、依全國產業總工會 108 全產總字第 004 號函，該會請本會

推薦優秀工會幹部暨會務人員 2名(工作年資需達 1年以上

者)。 

五、依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全總瑞總字第 0010號函，該會請本

會推薦 108年度模範勞工 6名(工作年資需達 3年以上者)。 

上次會議決議： 

一、勞動部：組訓處應於模範勞工表揚大會中說明相關

事宜，由模範勞工自行報名登記，並於常

務理事會議中甄選後送勞動部。 

二、全產總：2 名模範勞工分別由：劉常務理事漢通、

郭常務理事益富各推薦 1名。 

三、全  總：6名模範勞工分別由：吳秘書長有彬、陸副

理事長德勝、黃常務理事文峯、黃常務理事

崇殷、蔡常務監事吉雄、陳常務監事國龍

各推薦 1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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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情形： 

一、勞動部：依決議擬於 4月 23日表揚大會中宣導說明，由

自薦者自行準備資料於 11 月 20 日前送組訓處

彙總後，依勞動部屆時函示再回函。 

二、全產總：2名模範勞工推薦名單如下： 

第 14分會-吳錦煌君、第 19分會-洪世傳君。 

三、全  總：6名模範勞工推薦名單如下： 

第 4 分會-林錦標君、第 9 分會黃-黃慶明君、

第 34 分會-鄭登舜君、第 53 分會-林木枝君、

第 54分會-莊國資君、第 63分會-劉俊宏君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結案。 

第四案 

案  由：謹請選拔工會戰歌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本屆第 13 次常務理事會決議，辦理戰歌徵選。截至

108年 1月底為止共計 13首投稿作品，謹請評選適合之歌

曲作為工會戰歌。 

二、為公平原則，文宣處於評選會議上不提供作者姓名，公開

播放每首作品供評選委員討論。 

上次會議決議：考量工會宗旨為爭取員工權益、為會員權益爭戰，決

議以激昂曲風、歌詞內容符合工會精神之編號第 11

號歌曲作為工會戰歌。 

辦理情形：本會邀請作詞者張涵曦副處長、作曲者周思蕎老師參加第

14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，於會中發表並教唱工會戰歌，

理事長亦親自頒發獲選獎金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結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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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討論提案： 

第一案 

案  由：本會 108年 3月份傷亡互助金請領名單。 

說  明：此次有 2個分會 2人提出申請，資料齊全，請決議。 

決  議：通過，名單如下: 

第 22分會林國榮君、第 52分會鍾欣達君。 

 

第二案 

案  由：本會 108年 4月份傷亡互助金請領名單。 

說  明：此次有 3個分會 3人提出申請，資料齊全，請決議。 

決  議：通過，名單如下: 

第 39分會張簡秀琴君、第 41分會魏玉麟君、第 58分會盧勇仁君。 

 

玖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拾、散會。 


